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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瑞‧吉布森弟兄
總會男青年會長團第一諮理

我
的一個兒子在12歲的時候
決定要養兔子。我們蓋了

籠子，向鄰居買了一隻大

公兔和兩隻母兔子。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會遇到什麼狀況。沒多久，我

們的棚子就冒出一窩小兔子。如今

我兒子已經長大成人，我得承認那

時我很訝異兔子的數量是怎樣獲得

控制的──原來是鄰居的狗有時會

闖進棚子裡，使得兔子的數量大減。

不過，當我看到我兒子和他

的兄弟怎樣看顧和保護那些兔子

時，我內心深受感動。如今他們都

為人父親和丈夫，是配稱的聖職

持有人，會愛護、鞏固和看顧他

們自己的家庭。

看到各位年輕的亞倫聖職弟

兄在看顧、支持和鞏固周遭的人，

包括你們的家人、定額組成員和

其他許多人時，我十分感動。我

非常愛各位。

最近我看到一名 1 3歲的男

青年被按手選派為執事定額組會

長。後來，主教和他握手，稱呼他

為「會長」，並向定額組成員解

釋，他稱呼他為會長，是要強調

他的召喚的神聖性。執事定額組

會長是支會裡唯一擁有會長團權鑰

的四個人之一。擁有這些權鑰，他

和他的諮理就能接受主的靈感來

帶領定額組。」這位主教了解，由

持有和行使神聖聖職權鑰的會長

來帶領的會長團，會發揮莫大的

力量（見教約124：142-143）。
後來我問這名男青年，他是

否準備好主領這個優秀的定額

組。他回答說：「我很緊張。我

不知道執事定額組會長要做什

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告訴他，他有美好的主教

團和顧問會幫助他成為一位成功、

有能力的聖職領袖。我知道他們會

尊重他持有會長團的神聖權鑰。

接著我提出這個問題：「你

亞倫聖職的神聖權鑰
主希望每位亞倫聖職持有人邀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 
而且從自己家人開始。

她安全地渡過大西洋後，最後

加入了命運多舛的馬丁手推車隊。

這些手推車先驅者在7月28日這天，
開始了西進的旅程。他們遭遇到的

苦難是眾所皆知的。576名成員裡，
將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尚未到達猶

他州前就死去了。要不是百翰‧楊

會長組織救援隊，派遣篷車隊載著

補給品去搜救被雪困住、進退兩難

的聖徒，恐怕還會有更多人死去。

瑪莉‧默多克在1856年10月
2日這天死於內布拉斯加州煙囪岩
附近。她在這裡不敵旅程的疲累、

受凍和種種艱辛，脆弱的身軀再也

承受不住聖徒們一路上在身體上

受到的折磨。她在彌留之際，心

裡仍念念不忘在猶他州的家人。

這位忠信的先驅婦女臨終前最後一

句話是：「告訴約翰，我一直到死

都望著錫安。」(See Kenneth W. 
Merrell, Scottish Shepherd: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Murray Murdoch, 
Utah Pioneer [2006], 34, 39, 54, 77, 
94–97, 103, 112–13, 115.)

瑪莉‧默多克彰顯了早期許

多英勇西進的先驅者們的希望和信

心。我們今日的靈性之旅，所需要

的希望和信心一點也不亞於早期的先

驅者。我們面臨的挑戰也許不同，

但是要經歷的奮鬥卻是同樣大的。

我祈求，我們的希望會引導

我們去達成正義的夢想。我特別

要祈求，我們對贖罪的希望會鞏固

我們的信心和仁愛，使我們能具有

永恆的眼光展望未來。願我們都擁

有這種十分光明的希望，我如此祈

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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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主會給你這項重要的召喚，

卻不給你指示嗎?」
他想了一下，回答說：「我

該從哪裡找到祂的指示?」
經過一番討論後，他明白要

透過經文、活著先知的話語以及祈

禱的答覆來找到指示。我們決定找

出一段經文，幫助他開始學習這

項新召喚上的各項職責。

我們翻到教義和聖約第107篇第
85節。這節經文提到執事定額組會長
要和定額組成員一起舉行議會，教

導他們了解自己的職責。我們注意

到他的定額組並不只是一個班級，

也是一個由男青年組成的議會，他

們要在會長的指導下互相鞏固、彼

此啟發。我表示對他有信心，相信

他會成為一位傑出的會長，仰賴主

的靈感，光大他的神聖召喚去教導

其他執事了解自己的職責。

接著我問：「現在你知道需

要教導執事了解他們的職責，你

知道有哪些職責嗎?」
我們再次查閱經文並找到：

1.      執事受指派去看顧教會成員，
作教會的常駐事工人員（見教

約84：111）。

由於家庭是教會的基本

單位，因此亞倫聖職持有人履

行其職責的最重要場所就是在

自己的家。父母帶領家庭時，

他要提供聖職方面的服務。他

也要看顧自己的兄弟姊妹、定

額組中的男青年，以及支會的

其他成員。

2.       如果情況需要，執事要在教師
的一切教會職責上提供協助

（見教約20：57）。
我們發現，如果執事要

協助教師履行職責，就必須

知道教師有何職責。我們查

看經文，很快地找到了教師

職位的十幾項職責（見教約 
20：53-59；84：111）。如果
每位男青年以及他們的父親

及顧問，都能像這位男青年一

樣去研讀經文，自行找出自己

的職責所在，將會是多麼有力

的經驗啊。我想，許多人一定

會對自己所發現的事感到驚

訝──並蒙受啟發。對神盡

職摘要敘述了亞倫聖職的職

責，是培養靈性方面的一項

絕佳資源。我鼓勵各位持之

以恆地使用這本手冊。

3.      執事和教師也要「警告、講
解、勸勉、教導，並邀請所

有的人歸向基督」（教約 
20：59；祭司的職責見第46
節和第68節）。

有許多男青年認為，傳

教經驗要等到19歲進入傳教
士訓練中心後才開始的。我

們從經文中得知，傳教開始

的時間比那時更早許多。主

希望每位亞倫聖職持有人邀

請所有的人歸向基督──而

且從自己家人開始。

接下來，為了幫助這位年輕

的會長了解，只有他才是這個定

額組的主領職員，因此我建議他把

列在教義和聖約107：85裡的第一
項職責讀三遍。他讀到「主領十二

位執事」。我便問：「主親自告訴

你，你身為會長的職責是什麼?」
「嗯，」他說：「在我們談

話的過程中，我的腦子裡想到幾

件事。我想，天父要我成為十二位

執事的會長。但是只有五個人會出

席，而且其中一個只是偶爾出席。

所以，我要怎樣才能達到十二個人

呢?」
我從來不曾像他這樣詮釋過

這段經文，不過，他持有我所沒

有的神聖權鑰。這位13歲的執事
定額組會長為我上了一課，我學

到啟示的力量會臨到那持有神聖

會長團權鑰的人，不論他們的智

能、身量或年齡為何。

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認

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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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們需要想辦法讓

他繼續出席。我知道還有兩個人應

該也是定額組的成員，但他們沒有

來，我也不認識他們。也許我可以

和其中一位變成好朋友，然後請我

的諮理幫助其他的人。如果他們

全都出席，我們就會有七個成員，

但是要怎樣再多增加五個人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

「──但是如果天父要他們來，祂

會知道該怎麼做。」

「那麼我們會長團和定額組

就需要祈禱，找出該做的事。」他

接著問：「我是不是需要負責支會

裡所有達到執事年齡的男孩，甚至

包括不是教會成員的人?」
我驚訝又佩服地說：「以主

的觀點來看，你的主教只對支會成

員有責任，或是對所有住在支會範

圍內的人有責任?」
這位年輕的「常駐事工人員」

明白了。他明白每位執事、教師和

祭司在看顧教會以及邀請所有人歸

向基督的職責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想到教會中優秀的男女青

年，我便想到一節經文──是摩

羅乃引述和告訴約瑟‧斯密的一節

經文，談到這件事「還沒有應驗， 
但是快了」（約瑟‧斯密──歷史

1：41）。「以後，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

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

象」（約珥書2：28）。
這位年輕會長心裡「冒出」

的想法，是天父對他的定額組的

期望。那正是他所需要的啟示，

去鞏固定額組裡的活躍成員，援

助遭遇困難的人，並邀請所有的人

歸向基督。受到這樣的啟發之後，

他便擬定計畫去實現主的旨意。

主已教導這位年輕的會長，

聖職的意義在於主動為人服務。我

們敬愛的先知多馬‧孟蓀會長說

明：「聖職並不僅僅是一項恩賜，

更是一項服務的使命，一份提升他

人的殊榮，以及一個造福他人生命

的機會」（「我們神聖聖職的託

付」， 2006年5月，利阿賀拿， 
第57頁）。

服務乃是聖職的根基──要

效法救主榜樣去為人服務。我見

證，這是祂的聖職，我們在做主的

差事，祂已經向所有聖職持有人顯

明要如何忠信地從事聖職服務。

我邀請每個執事定額組、教師

定額組以及祭司定額組會長團要定

期商議、研讀和祈禱，好知道主對

你們定額組的旨意，然後去行動。

不妨運用對神盡職手冊來教導你的

定額組成員了解他們的職責。我邀

請每位定額組成員要支持你們的定

額組會長，在你學習和正義地履行

你的一切聖職職責時，尋求他的忠

告。我也要邀請我們每一位能用主

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了不起的男青年

──他們是有力的資源，能幫助建

立和鞏固現今神在世上的國度。

你們這群美好男青年持有亞

倫聖職，施洗約翰在賓夕法尼亞哈

茂耐附近將亞倫聖職復興給約瑟‧

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這聖職具

有神聖的權鑰，能為天父所有的兒

女開啟門戶，使人們能歸向祂的兒

子耶穌基督和跟隨祂。你們可以透

過「悔改的福音，和為罪的赦免的

浸沒洗禮」、每週的聖餐教儀，以

及「天使的施助」（教約13：1；
約瑟‧斯密──歷史1：69）來提
供這樣的幫助。你們確實是「施助

者」，務必要隨時隨地作個潔淨、

配稱及忠信的聖職弟兄。

為什麼呢 ?請聽聽我們敬愛
的總會會長團在對神盡職手冊中

對你們每個人說的話：

「你擁有的權柄，能執行亞

倫聖職的教儀。⋯⋯你⋯⋯能為周

遭人們的生活帶來許多祝福。⋯⋯

「天父非常信賴你；祂要你

去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使命」（善盡

我對神的職責：亞倫聖職持有人

〔2010〕，第4頁）。
我知道這些話是真實的，並

祈求我們每個人都會獲得同樣的

見證。我們持有耶穌基督的聖職，

我以上所說，是奉祂的聖名，阿

們。■




